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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定王台营业部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4 年 3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3010200020632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旭辉油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会议决议，决定
注销本合作社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
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飞龙，电话 17752747777

遗失声明
长沙市驰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3010206822
7666W；另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89 份，发票代码：430016
4320，发票号码为 NO20446777
编号至 20446865；另遗失发票
购领簿，纳税人识别号为 9143
0102068227666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新拓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望城分局 2013 年 5 月 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22068207948； 遗 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122068217679； 遗 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30122068207948；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6820794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平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鹤城分局 2014 年 5 月 1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120260031477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涟源市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现予
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联系人：黄景武 15873841919

公 示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35 号唐朝大厦黄政权业主
(430104********3012)测绘
房号:903，购房合同编号:9C
特此予以公示。 联系人:游先生
电话:18627310337

清水塘街道便河边社区

遗失声明
龙山县远宝百合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龙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6日 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343313032067512XY，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周世钰遗失吉首市
工商局 2013 年 10 月 20 日核发
的注册号码为 433101600152782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徐荣军（430621199003067012）
遗失山水蓝天二期 17-1801 号的
契税票第一联，号码 05115742，缴
纳契税 9089.06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丹犀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7 年 5 月 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LLQ2Q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宏新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自新 电话：15344441199

注销公告
长沙道邦功能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曹毅，电话：13378012288

注销公告
长沙康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文丽，电话 1867480890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食味餐厅遗失 20
14 年 4 月 3 日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天心区分局颁发营业
执照副本，证号：4301036002
322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东县沤江镇黄金海岸休闲会
所遗失桂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月 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1027600057
2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小红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颜婷婷，电话:17775857777

遗失声明
祁东县天翔电器行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码:
4300112620,发票号码:014911
85、0149118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基正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李雪辉，
联系电话：13787211036

遗失声明
湘潭县喜耕田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34303210538
96007R，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望城县格塘生猪产销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谢文志:电话 13467643086

遗失声明
长沙诚德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湘 AE1Z02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1222011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福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25
060141008A）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阜康石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2 份，发票
代码 143001210128，发票号码
19575461、195754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林娇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8年 1 月 21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0560
0024627，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亚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付
兰岚，电话:1397506667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思锐得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张建华，电话:13975089267

遗失声明
凤凰县清华第宾馆遗失凤凰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5月 16日
换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31236000788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黄花镇银蕴银饰店遗
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3 年 10 月 2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216003498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石峰区苏姐土菜馆因保管不善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
额发票存根 2 本，发票代码 14
3001613427，发票存根起止号
码 25857101至 25857150、2585
7151至 25857200，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瓜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江波 电话：18670004133

◆余诗怡（父亲：余志 ，母亲：
朱双阁）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7485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日升海产品商行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树木
岭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10013886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红军遗失芷江侗族自治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4月 20 日
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228600106863，声明作废。

◆刘芷妍（父亲：刘阳 ，母亲：
吴丽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6121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桂泉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芦淞分局 2009 年 3月 24 日
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2036001112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正年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芦淞分局 2007 年 5 月 30 日
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2036000200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贤发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4年 11月 13 日
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20260033835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小火车主题时尚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周强 13307361256

注销公告
隆回诚信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刘建国 18944905888

注销公告
花垣县边城茶园青蛙养殖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李帅 15080889906

注销公告
新田县金海湾实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邓敏，电话 1860746284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玥辰图文广告制
作部（注册号 43010560045060
5）遗失公章，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日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李志兵 13762977500

遗失声明
新化县新博建筑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一本，编号（湘）JZ 安许证字
【2011】00008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佳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二建注册证四本(1：郭宇，
注册号：湘 243131431359，证
书编号：00031359，有效期 ：
2017 年 11 月 3 号。 2：章小燕 ，
注册号：湘 243141537257，证
书编号：00037257，有效期 ：
2018 年 7 月 16 号。 3：欧阳伟平，
注册号：湘 243131324753，证
书编号：00024753，有效期 ：
2016 年 9 月 21 号。 4：曾坤，注
册号：湘 243131533950，证书
编号 ：00033950，有效 期 ：20
18 年 1 月 18 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浩维轻扬百货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代码 4300154130，票号
0183382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庆膳健康管理投资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议决议解散，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敬志伟 15084827506

注销声明
冷水江市加减乘除女装店注销
冷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3 月 7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13
81600100122的营业执照，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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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攸县分
公司遗失攸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1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2-1)，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223588994
455F。 另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副本，核准号:L53600000
74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延寿乡便民生姜种植专
业合作社遗失汝城县国家税务
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1026320559575；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3205
5957-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泰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决定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文理
贵，电话 0730-8279988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5日公布新
政府拟派往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
本等国的特使人选。其中，派往中国
的特使为前总理李海瓒，这也是他第
二次被指定为韩国总统赴华特使。

李海瓒2004年至2006年在时任
总统卢武铉政府内任国务总理，
2003年2月曾作为候任总统卢武铉

的特使访问中国。
总统府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

告诉新华社记者， 李海瓒访华期间计
划与中方人士就两国关系广泛交换意
见，包括“萨德”问题和朝鲜半岛事务。
据悉， 李海瓒所率领的访华团还将包
括国会议员、 前驻华外交官以及智库
研究员等多名成员。 ■据新华社

15日，4月份工业、投资、
消费等宏观经济数据集中发
布， 各项数据尽管短期有波
动，但仍保持相对平稳。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
说，4月份， 国民经济继续保
持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

网上零售实现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稳”在哪？从
生产和需求来看，4月份，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实际增长6.5%， 增速比去年
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 全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1%， 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8%以上的较高水平。需求方

面，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特别
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运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两
位数增长， 网上零售也实现
高速增长； 外贸延续了回稳
向好态势。

从就业和物价来看，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1个大
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自去
年9月份以来基本都稳定在
5%以下。4月份，居民消费价
格（CPI)同比上涨1.2%，尽管
涨幅比3月份提高0.3个百分
点，但仍属温和上涨，通胀压
力不大。

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 与3月

份相比，4月份工业增加值
等指标当月增速有所回落。
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受到今
年“五一”小长假提前、工作
日同比减少一天的影响，是
在合理范围内、预期范围内
的短期波动，不影响指标向
好的趋势。

4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比3月份回
落了1.1个百分点。除了“五
一”小长假提前的短期月度
因素外，国家统计局工业司
高级统计师江源认为，这是
在3月份增速短期加快后的
正常回归，4月当月的增速
仍高于去年以来多数月份
的增长水平。

■据新华社

“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4月工业增加值增6.5%���CPI温和上涨，通胀压力不大

观察中国经济， 总量固
然重要，结构更为关键。从数
据来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取得积极进展，产业结构、需
求结构、 投资结构等也在持
续优化。

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去产
能方面，截至目前，今年钢铁
去产能已完成3170万吨，煤炭
完成6897万吨，完成进度分别

达到63.4%和46%。 去库存方
面，4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
积同比下降7.2%， 降幅比3月
末扩大0.8个百分点。 去杠杆
方面，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7个
百分点。 降成本方面，1至3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
下降了0.15元。 在补短板方

面，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等短板领域
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

“总的来看，4月份经济
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
势，积极因素继续增加。但也
要看到， 国内外环境依然复
杂多变， 结构性矛盾尚未根
本缓解，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需要密切关注。”邢志宏说。

韩前总理李海瓒被指定为赴华特使
访华期间将谈“萨德”和朝鲜半岛事务

观察 延续了稳中向好态势 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

5月15日，在菲律宾卡西古兰，一架美国海军“鱼
鹰”运输机在码头降落。菲律宾与美国“肩并肩”联合军
事演习于5月8日开幕，为期12天。本年度“肩并肩”联
合军演的参演部队规模较去年有所缩减。 新华社图

菲美联合军演
规模缩水

时事纵横


